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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出台实施了
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突
破。为全面总结和展示改革的进
展和成就，中央组织拍摄了十集
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
底》。该片将从7月17日起在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并在融媒
体平台同步推出。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反映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
体谋划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
任务，带领 13亿中国人民攻坚克

难、砥砺奋进，扎实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
式、权威性的梳理总结，既体现
了较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
讲述了人民群众身边生动的改革
故事。全片共分十集，分别为

《时代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延续中华文脉》

《守 住 绿 水 青 山》《强 军 之 路
（上、下）》《党的自我革新》《人
民的获得感》。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
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
鼓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保持
改革定力和韧劲，继续解放思想、
勇于实践，把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
断向前推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即将开播
——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
改革的非凡历程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机关公文处理
工作条例》，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
施行。

《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
例》是一部重要的军事法规，是指
导军队各级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基

本依据。对现行条例进行修订完
善，是着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
军目标，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方针，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
举措。

《条例》 共设 8 章 40 条，对军
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原则、公文的
种类和格式、行文规则、办理程序

和管理要求等作出新的规定，吸收
了军队和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
研究成果和新鲜经验，反映了新体
制下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与时俱
进的发展要求，使军队机关公文处
理工作更具科学性、指导性和适用
性。

《条例》 的发布施行，有利于

提高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推动机关公文处理工作
进 一 步 科 学 化 、 制 度 化 、 规 范
化，对于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
决策指示的贯彻落实，保证各级
机关有效履行职能，更好地为军
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具
有重要的作用。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解放军报记者 毛 俊

继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之后，2017 年 4 月 26 日，我国第
二艘航空母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大连造船厂出坞下水。

“作为巨大的载机平台，拥有
航母就拥有制空、制海作战能力，
意味着一支海军具有了岸基航空兵
作战半径外的防御能力。”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尹黎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对于提高海
军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增强
防卫作战能力，发展远海合作与应

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

建设一支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
利益、与国家地位相称的强大人民
海军，是从近海走向远海、深蓝的
必然前提。发展航母，则是人民海
军走向深蓝、让梦想照进现实的必
然选择。

1985 年，辽宁舰的前身瓦良
格号航空母舰在乌克兰开工建造，
但在建设周期中适逢前苏联解体，
工程被迫中断，后俄罗斯将此舰移
交给了乌克兰。1999 年，中国购
买了这艘航空母舰，几经辗转，于
2005年4月交付大连造船厂进行更
改安装及继续建造。

2012 年 9 月 25 日，我国第一
艘航空母舰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
试航工作，正式交付海军。经中央
军委批准，它被命名为“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海 军 辽 宁 舰 ”， 舷 号 为

“16”。
“中国第一艘航母交接入列，

是海军建设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阶
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国实现了航母

‘零’的突破，向海上强国的目标
迈出了重要一步。”海军军事学术
研究所研究员曹卫东说。

辽宁舰全长 300 余米，宽 70
余米，从龙骨到桅杆的高度有 60
多米，满载排水量 60000余吨。官
兵 来 自 海 军 140 多 个 团 以 上 单

位，涵盖了水面舰艇、潜艇、航
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五大兵
种，都是各个部队、各个专业的尖
子和骨干。

2016 年 12 月 24 日，时任海军
新闻发言人梁阳宣布，辽宁舰编队
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这
也是辽宁舰首次出远海训练。这次
训练，验证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
宇军数年前的预言——“航母不是

‘宅男’，肯定要远航。”
“随着我国航母建设的发展，

它还将拉动我国国防工业、造船业
等领域，特别是对我国的经济发
展、科技实力提升、国防实力的增
强有深远意义。”尹黎说。

第一艘航母：

走向深蓝 让梦想照进现实

图为“辽宁舰”出海进行科研试验和海上训练 （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7月 16日，救助人员对
南鹏岛部分被困人员实施船
机配合转运。

当日上午，受台风“塔
拉斯”影响，一批游客在广
东阳江以东约 19 海里处的
南鹏岛上被困，情况紧急。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紧急
派遣专业救助船和救助直升
机前往救助，将岛上被困
49人安全救出。

(新华社发)

南海救助局救援
被台风围困游客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16 日电
（记者王茜 梁书斌） 不久的将
来，老百姓可通过建立微信群，
让法律顾问始终在群众身边、手
边，不出家门就能解决法律难
题。司法部部长张军 16日在哈尔
滨举行的全国司法厅 （局） 长座
谈会上这样表示。

为做好“一站式”服务。目
前，司法部正在研究起草关于推
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
见，基本想法是立足“法律事务
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
维权、法律服务指引和提供”的
平台建设定位，构建公共法律服
务实体平台、“12348”公共法律
服务热线平台和公共法律服务网
络平台等三大平台。

张 军 要 求 ， 要 把 “ 互 联

网＋”、微信这样的现代信息技术
用上，这种方式建设成本少、落
地效果好。村 （居） 法律顾问要
把微信群建起来，建设一个统一
的法律服务网络平台，老百姓遇
到了法律事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
到这个平台来寻求帮助，提出问
题，就有人负责任地给予解答。

同时，张军指出，要按照一
定的条件和标准，确定一批律
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法
律援助中心等实体法律服务机构
入场作为服务提供主体，请他们
中的优秀律师、公证员、司法鉴
定人等在网络平台上以真实身份
代表所在机构向群众提供咨询、
解答等法律帮助。对比较复杂、
专业性强、需要专门代理服务
的，及时进行引导。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让百姓足不出户解决法律难题

新华社青岛 7月 16日电 （曾
涛 李唐） 圆满完成跨区机动训练
任务和赴香港参加解放军进驻香港
20 周年庆祝活动的海军辽宁舰航
母编队，16 日返回青岛某航母军
港。

经中央军委批准，辽宁舰航母
编队6月25日从青岛某航母军港起
航，参加跨区机动训练和解放军进

驻香港 20 周年庆祝活动。编队坚
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指示精神，精心筹划，精细组织，
精准落实，历时 22 天，先后航经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
总航程4600多海里。

跨区机动训练期间，编队围绕
作战效能、短板问题，展开岸、
海、空、潜攻防联合训练，连续转

移多个海区，连续转换训练内容，
连续转变训练对手，完成了多型舰
载机舰基课目、实战背景下的编队
协同、编队指挥所训练等内容，加
强了官兵的作战素养，锤炼了机构
的指挥能力，检验了相关的训法战
法，取得了良好的整体训练效果。

编队于 7月 7日至 11日停靠香
港，先后在辽宁舰举行甲板招待

会，与香港各界代表共同庆祝香港
回归暨解放军进驻香港 20 周年；
举行舰艇开放活动，累计 5万余人
次香港市民参观了航母辽宁舰和银
川舰、济南舰、烟台舰 3 艘属舰；
组织 20 名官兵与驻港部队官兵深
入社区，前往香港亚洲妇女协进会
何梁洁庭颐养之家护理院看望并慰
问老人。

辽宁舰航母编队返回青岛

新华社杭州7月16日电（记
者岳德亮）浙江省政府近日公布的

《关于加快通用航空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提出，要发挥通用航空小机
型、小航线、小航程的特点，构建全
省1小时通用航空交通圈。

6 月 30 日，安吉天子湖通用
机场正式启用。这是中国民航局
今年 4 月份出台 《通用机场分类
管理办法》 后，全国首个获批的
A1类通用机场，也是长三角地区
首个建成启用、最大规模、最长
跑道、标准最高的通用航空机场。

根据 《实施意见》 的规划，
到 2020 年浙江省建成 A 类通用机
场 20个，实现每个设区市至少拥
有 1 个 A 类通用机场，覆盖通用
航空研发制造集聚区、农产品主

产区、主要林区、50%以上的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力争通用航空器在 200 架以
上、年飞行量8万小时以上。

浙 江 省 政 府 指 出 ， 支 持 舟
山、台州等海岛地区和温州、衢
州、丽水等偏远地区、地面交通
不便地区，以及其他需求强烈、
市场前景好的地区，积极发展短
途运输，提供水上飞机、直升机
等多样化机型服务。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发展公务航空，满足个性
化、高效率的出行需求。

同时，促进“通用航空+旅
游”发展，推动全省 50%以上的
5A 级旅游景区开展低空旅游服
务，支持杭州、温州、绍兴等地
建设全域低空旅游观光圈。

浙江构建1小时通用航空交通圈

7月15日，人们在南京北极岩人防工程里纳凉休闲。
7月 15日至 8月 31日，江苏省南京市免费开放 9个防空洞供市民纳

凉避暑。据了解，防空洞内温度适宜，湿度适中，部分纳凉点还提供免
费茶水、WiFi、报刊、便民药箱等服务，受到市民的欢迎。

（新华社发）

南京开放防空洞供市民纳凉


